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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更高品质的精
神与物质生活——“乐享
年华”！扫一扫，每天好
礼相送哦！

czrblexiang@126.com

站在树桩上面把头回过来看人，那
样子同活的一样。实际上它不是活的，
甚至它都不是真的，是石头的。

石头的，又不是金的，为什么上百万
都有人想要？楼下的余大伯抱着孙子就
去张建宇的石馆看那个百万鹰了。

余大伯抱着孙子朝百万鹰走过去，
还有五六米的时候，孙子就把面孔别过
去，还用双脚密集地敲打余大伯的肚
子。余大伯以为孙子不想看百万鹰，就
一边哄着，一边继续朝百万鹰走去。孙
子就“哇”地一声嚎了起来。余大伯听出
这不是一般的哭声，连忙就说“不看了不
看了，回家去回家去”。

余大伯的孙子回到家里就开始发
烧。医生搭了脉说，孩子身体倒无大碍，
只是需要抱在手上多喊喊小名，因为孩
子受到惊吓了。

张建宇知道了余大伯的孙子是被自
己的百万鹰吓病的，就把石馆的门关了
三天。张建宇关石馆的门不是怕再有第
二个人被吓着，是要想清楚一个问题，为
什么自己的石头鹰竟把人吓着了？张建
宇把手撑着额头做出了冥想的造型，一
旁的王晓芬立刻就笑弯了腰，王晓芬是
张建宇的老婆。王晓芬说：“你那是多动
的脑筋，没听说老鹰捉小鸡的故事吗，实
际上老鹰不止是捉小鸡，电视上讲老鹰
捉蛇捉山羊还把人家的小孩啄走了呢。
所以孩子见着了石头鹰才会怕。”张建宇
说：“你这就不懂了，藏界像鹰的石头多
了，也没听说哪块石头吓着人呀，这里面
的学问深着呢。”

学问过去同张建宇不搭，张建宇不
做学问，做生意。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就
把生意一直做到闹市口，还把生意做到
了一条街上的老大。年纪轻轻就能把生
意做到老大，实际里边就有了学问，但张
建宇不会想到这一层，他觉得那根本就
是与赚钱无关的虚玄之事。可现在情况
变了，现在不做生意了，现在是赏石。赏
石靠什么，赏石靠文化。张建宇把两只
手反剪过去，晃了一圈脑袋接着就说了
一段很有文化的话：“柳州是个奇石之
乡，奇石之乡有条河流，河流之中有种石
头，石头皮质粗糙拉手，石农把它唤作

‘磨刀石’。后来几个文人来到河边，见
‘磨刀石’线条流畅形象抽象，很像外国
雕塑家亨利·摩尔的作品，就改叫‘磨刀
石’为‘摩尔石’。从此‘磨刀石’品位腾
然，身价扶摇。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说得好好的，张建宇却就停下不说了，他
又把手去撑额头，仍旧做出冥想的造型，
看来他真把百万鹰吓人的事当做一个大
问题来研究了。

赏石之后的张建宇忽然就把自己
变了另外一个人，先是总背着双手在
屋里来回踱，后来就总用手撑着额头
想问题，再后来就开始用文乎乎的腔
调来说话。王晓芬喜欢听张建宇这样
说话，因为用这样的腔调说话一点都
不像平常的人，倒像有一肚子墨水的

先生。其实，张建宇像不像先生并不
重要，像不像，她都迷信着，迷信张建
宇不论做什么总能做成。前几年说要
投资“象牙浅刻”，就花数百万买了几
件 作 品 ，如 今 一 件 作 品 就 能 顶 数 百
万。后来张建宇把目光投向“奇石鉴
赏”，花八万元淘得“二拳”之石“泼墨
仙人”，这让他瞬间红遍半个中国。觊
觎此石，愿掷重金的藏家一段时间打
爆了张建宇的手机。再后来就收了这
尊石头鹰。石头鹰到张建宇手里不过
半年多时间，十八万的身价翻着筋斗
往上窜，超过了百万还没有停下来的
意思。百万鹰的名字就是这个时候叫
起来的⋯⋯屋子里有半天时间不见响
动了，王晓芬从厨房间探出半个身子
往书房里看，果然就猜到了张建宇仍
旧一副用手撑着额头想问题的造型。

太阳西下的时候，一只大鸟在张建
宇家院子的上空盘旋。张建宇不想问题
了，他去看那只盘旋的大鸟。大鸟知道
张建宇在看它，就歇在一杆树枝上让他
看。让张建宇看过了，大鸟也把头回过
来看张建宇，那样子就同百万鹰回过头
来看人是一样的。张建宇顿时大喜，转
身就又进了书房，这回他没有用手去撑
额头，而是捉笔写下一行字，“百万鹰的
生动性及其静态美”。张建宇忽然感悟
到了石头鹰静态的至高美感，他要用新
的视角挖掘石头鹰至高的静态美。

张建宇并不知道，他论述百万鹰静
态美的文字让王晓芬给上传了。张建宇
更想不到，他的某些观点在网上会遭遇

到稀里哗啦一片反对。
有一个人不反对张建

宇的观点，不仅不反对，还
把张建宇的文章连看了三
遍，看完之后就不声不响
地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石馆的门关了三天，
第四天张建宇从书房里走
出来，去开石馆的门。

石馆的门却已经洞然
开着。

其实石馆的门一天也
没有关过，张建宇在家里
写百万鹰的文章，王晓芬
一个人就去开石馆的门。
王晓芬有帮夫的运，化龙
巷的倪瞎子说过，张建宇
做什么都能成，冥冥之中
就有她的因素。这回着实
让张建宇见识了王晓芬的
帮夫运，王晓芬一共只开
三天门就为张建宇结识了
两个人。其中一人就是那
个不声不响坐火车南下的
林博士，林博士是北京中
国观赏石协会的。林博士
一见到张建宇就开口送出
了这样个一对儿，林博士
的对儿这样说：

奇石禽鸟赏鉴，多以
亮翅为好；

建宇不以为然，斥为
张牙舞爪。横批，老兄高

见！
张建宇听罢此言，一时竟不知如何

对答，只是双手抱拳重复说着两个字：
“见笑见笑。”林博士说：“不必过谦，亮翅
的确不够含蓄，且背离‘饱满’‘圆润’传
统美学，你敢这样提观点，在赏石理论上
就有大的贡献。”北京来的人格局就是不
一样，那话点得比张建宇论说的文稿还
要深刻些。林博士和张建宇就益发地深
谈着，竟完全没有顾及身后一直站着的
另一位客人。另一位客人就是王晓芬为
张建宇结识的第二个人。这人姓陈，是
一家小学的校长。陈校长为祖国花朵来
找张建宇合作。听过介绍之后，张建宇
感到有些吃惊，张建宇说：“与学校合作
是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做的事，只是没想
到会同校方不谋而合，且来得如此之
快。”

张建宇可高兴了。张建宇一定要请
林博士和陈校长吃饭，三个人就坐进了
附近的一家饭店。

陈校长可高兴了。陈校长是不吃请
的，但合作的事马上就可以谈下来，一高
兴就跟着进了饭店。

林博士最高兴了。林博士不仅拿
到了张建宇论述百万鹰静态美的文稿，
完成了百万鹰进京参展的征集，还突然
就生出一个新的创意，这个创意就是把
张建宇的“泼墨仙人”石请到台北故宫
博物院会一会宋代大画家梁楷的“泼墨
仙人”画。一般人不可能想得出这样的
创意，林博士想出来了，林博士所以无
比高兴。

三个人坐下来了，林博士激动得要
谈论他的创意，却被陈校长抢了嘴。陈
校长因为不想一直坐在饭店里才抢了
嘴。可陈校长才说出来半句话，就又被
张建宇抢了嘴。张建宇说：“我会为学校
专门建一个奇石科普馆，把那些五光十
色的矿物晶体献给学校，让孩子们多一
条融入大自然的通道⋯⋯”张建宇的话
没有说完，又被林博士抢了嘴。三个人
抢嘴夺舌，谁也没能把话讲完整，但三人
的心早已亮亮的喜喜的。

徐 进 文/图

百 万 鹰

2015 年 7 月，我赴美国印第安
纳大学教育学专业读研究生。我充
分感受到了中西方教育的不同，特
别是美国教育中的创造性，使我引
发了对创造力的思考。

上学期在一位博士朋友的推荐
之 下 选 了 一 门 主 题 为 Instruc-
tional Strategies for Think-
ing, Collaboration, and Mo-
tivation (关于促进学生思维、合作
与积极性的教学策略) 的课 。巧合
的是，我的这位朋友正是这门课的
助教，而教课的正是他的导师。在这
门课上，我体验了一个神奇而充满
新鲜感的课堂——一节课 5 小时，
并且是在周六早上。第一天上课一
进教室，发现桌子上堆满了材料，教
授给每个人送了一本自己的书，在
第一页上还有每个人的名字和寄
语。教室里聚集了来自中国、印度、
新西兰、巴勒斯坦、博茨瓦纳、摩洛
哥、墨西哥、芬兰等国的研究生和访
问学者。

教授是如何吸引不同年龄、不
同国家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大家的
积极性的呢？他又是如何把各个国
家的文化融入课堂之中呢？首先，每
节课教授都会带上一箱道具，包括
五颜六色的便利贴、各式各样的帽
子、卡片、及种类繁多的游戏⋯⋯在
游戏中，有时我们利用道具定位角
色，各抒己见；有时我们通过道具确
定分组，进行合作学习。这让我真正
体会到了什么是寓教于乐。其次，教
授非常鼓励阅读，推荐了许多有趣、
实用、引人思考的书籍。他曾用两个
30 寸的行李箱装满书供大家选择。
如果你正巧借到了一本大家都想读
的书，意味着你必须在一周内读完
然后传给下一个人。除此之外，每周
我们都会有关于食物与文化的特别
环节——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轮流
带本国的特色食物与大家分享；同
学们也穿上本国的特色服装进行展
示；教授一次性穿了 6 件 T 恤，一件
一件的和我们讲关于这件T恤的由
来和故事⋯⋯

两年前，还未出国的我在微信
朋友圈看过一篇“带有偏见的”关于
中西方教育比较的文章。文章中提
到：在中国，对于老师的角色定位
在“传道授业解惑者”；而在西方，老
师的角色是组织者和促进者。在中

国的课堂里，所有的答案似乎都是
唯一的、二元的、标准化的；而在西
方的课堂中，大家对于答案的态度
是多元的、开放的和包容的。在对待
学生读书的问题上，如果不是和学
习有关的书籍，就会被认定为闲书、
杂书或是没用的书；而西方教育认
为阅读是一种习惯、乐趣和热情。中
国的教育告诉学生的往往就是一个
总结、一个结果；而西方的教育给予
学生更多的是启发。由此看来，这样
的比较并不是没有道理。这门课无
疑对我理解什么是教育的创造性提
供了一个范本，让我融入课堂、勇于
表达、热爱阅读，同时也引发了我对
自身创造力的思考。

在我所阅读的一些调查研究和
数据分析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如
果要比较考试成绩的话，美国学生
的综合排名并不靠前。一个2009年
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显示，美国学
生在数学和阅读考试中的成绩普遍
落后于中国、新加坡、韩国等国，排
在34个国家中的第25位。当我阅读
到这样一个研究的时候，我认为这
个评估项目存在着很多的局限性。
它的局限性之一在于只对某些科目
作了评估，而忽略了美国教育中对
学生创新性的鼓励。如果现在有一
个创造力测试，我觉得美国学生的
表现会比许多其它国家的学生要好
很多。考 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
试）的时候，我非常自豪自己很轻易
就能在数学部分考出高分。但要说
到创造性，我一直觉得它离我的生
活很遥远。但是，通过这门课的学
习，我完全改变了原有的观点。我发
现其实在生活中自己也是一个有着
独特的观点与许多创新经历的人。

很多时候，成为一个富有创造
力的人并不意味着做的事与其他人
完全不同，而是不断地超越自己。也
许，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只是
对之前从未思考过的问题产生了新
的想法；又或者，出于对这个世界的
好奇心，我们因突破了踏上旅途的
恐惧而有了不同于以往人生的经
历。当我回过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
再想想经历过的那些不可预测而又
精彩的瞬间，我发现原来自己的生
活一直都是充满着创造性的。我根
本不需要去和他人比较，因为人生
本来就与众不同。

吴昕桐 文/图

感受美国教育中的创造性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
年。”“腊八”一过，年味就越来越浓了。
这时，母亲便忙碌起来了。她忙着为我
们裁剪新衣布料，忙着购买年货，忙着
做团子、馒头、年糕，一边还张罗着杀年
猪⋯⋯

做团子的那天，大厅里可壮观了。
堂屋正中，摆放了三个干净的大竹匾。
母亲把白花花的米粉倒进匾中，摆弄成
盆地形，一边倒进热气蒸腾的开水，一边
快速搅拌米粉。米粉团揉得好，做出来
的团子才韧性好吃。母亲把大团的米粉
胚子分成几块小个儿的，反复使劲儿地
揉搓，直至粉团把匾里的米粉都沾净，揉
搓粉团磁性乐声真是美妙极了。

晶莹白玉般的米粉团还散发着热
气，母亲就又把粉团摘成一个个小团，再

拿一小团反复揉搓成圆球形，用两个大
拇指摁出小窝窝，夹入萝卜丝肉馅，捏合
成一个尖顶，宛如一座玲珑的小宝塔。
如果是红豆沙馅，那就捏合成半圆形，小
馒头一样。如果是青菜肉馅的，就在顶
端再捏两个月牙形，和红豆沙馅区分开
来。当匾中无法摆放团子时，母亲便让
我把早已浸泡好的芦叶整齐地铺在蒸笼
里，再把团子一圈圈齐刷刷地摆放，最后
放大锅上蒸。

约半小时，一笼一笼的团子摆放在
大门口，成了壮观的团子宴。屋子里热
气蒸腾，一个个白胖胖俊俏的团子端坐
在你眼前，香气四溢，馋得我口水一直在
嘴里打转。顾不得有多烫，夹起一个团
子就咬，萝卜丝肉馅的油汁不断往外涌，
柔韧、细腻，至今让人回味无穷。

我最喜欢看师傅做年糕了。热气腾
腾的米粉蒸熟了，倒在干净的木板上，师
傅把米粉团左一下右一下地使劲揉，看
得我直担心那滚热的米粉团把他的手给
烫坏了，可是他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蘸了一下旁边盆子里的冷水，继续揉，有
时还用棒槌使劲地按，直到把米粉团揉
成韧性十足的长条形。接着他拿起一根

白色棉线，把揉好的面团截成一小块一
小块。香气扑鼻的年糕，咬上一口，韧劲
细腻。

杀猪的日子，村子里充溢着声嘶
力竭的猪嚎声。女孩子不敢直视尖刀
插入猪脖子的残酷场面，就躲藏着，半
闭半睁地看。一只只白花花的肥猪躺
在门板上，父亲把猪肉扛回家，哥哥拎
猪头。

杀猪宰鸡后，父亲便开始做肉圆了，
他先把“前夹肉”放砧板上剁成肉泥，放
上姜末、盐、酒等作料拌匀，待水烧开，就
用汤匙舀了一匙肉泥，在宽大的手心上
左一下右一下地刮，一个圆溜溜的肉圆
就做成了，放进水里用温火煮。不一会
儿，一个个肉圆浮在油汪汪的水面上，肉
香飘溢，我们紧盯着，口水在流。父亲夹
起小碎肉，塞进我嘴里，啊！酥油滑进喉
头，缓缓流进胃里，真比神仙都快活。

大街小巷洋溢着喜庆的气息。各
商场张贴着大红春联，“生意兴隆通四
海 ，财源茂盛达三江”“诚召天下客，义
纳八方财”，街道的拐角处，花白头发的
老者挥舞笔墨，潇洒地写下淋漓的墨
宝，也有稚嫩少年留下的墨迹，围观的

人 个 个 聚 精 会 神 地 看 着 ，不 时 地 叫
“好”，墨香飘满街巷。

大年三十前，我们掸灰尘、擦窗花、
包馄饨，还要贴年画纸。我最喜欢《红楼
梦》连环年画了。金陵十二钗或嗔或喜，
黛玉扛锄挎篮，款款向我走来。芭蕉叶
下惜春绘图大观园。王熙凤凤冠翠翘，
拥炉围坐貂裘，霸气弄权。芍药丛中，湘
云眠卧期中，娇憨可人之状，令人心疼。
百花争艳，蝴蝶蹁跹，宝钗挥扇扑蝶，香
汗淋漓⋯⋯众多佳丽，令人着迷。

除夕之夜，我们一家围坐一起吃年
夜饭，互相敬酒，说些体己话，家家户户
的窗口飘出鱼肉之香。晚饭后，母亲把
新衣放在我们的床头。我们跟着父亲放
炮竹和烟花，空气中浓浓的烟花味让每
个人都兴奋不已，欢笑声响彻整个村子。

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的春节，不
仅有着以往热闹非凡的氛围，许多人家
的餐桌上增加了绿色无污染的野菜、粗
粮等食物。买新衣服不是过年的唯一，
平时只要有需要都可以买。大家有了不
少新的习俗，不少人家出去旅游，体验不
同地域不同的过年文化习俗，同时领略
祖国的山水美景⋯⋯

虞红霞

岁 月 依 旧 静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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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暑假在孔子学院做汉语老师

作者（后排左一）和同学老师在一起

百万鹰

泼墨仙人

作者（前排中）在朋友家过圣诞节


